
附件 1：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公章）

下属二级预算单位数量：2

填报人：肖心韵

联系电话：0752-2809011

填报日期：2022-04-19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一、惠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要职能：

1.指导学会建设，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

发展。

2.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推广先进技术，

开展青少年科技知识教育活动。

3.反映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组织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政策、法规制定和科学决策、民主监督

工作。

4.表彰奖励优秀科技工作者，举荐人才。

5.开展科学论证，提出政策建议，咨询服务、等任务。

6.开展对外民间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发展同国外的科技团体和科

技工作者的友好交往。

7.开展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8.兴办符合科学技术协会宗旨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9.承办各级政府、科技组织交办的其它活动

二、惠州科技馆的主要职能是：

1.开展科技和学术交流，宣传科技成果。

2.举办公益性科技展览、公益性科普报告及讲座。

3.开展青少年科技实践、科技竞赛和科技教育活动，培养青少年

科技人才。

4.承办各级政府、科技组织交办的其它活动。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深入实施全民科学 素质纲要工作

2.加强科普基础设施 和信息化建设

3.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等品牌活动



4.深入实施重点人群 科学素质行动

5.全市青少年科教工 作取得新成绩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制定 2020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督促各成员 单位认

真实施和总结经验。

2.经推荐评审，多个单位获评“惠州市科普教育基地 ”；动员我

市科普教育示范单位申报科普 E 站建设等 相关事项。

3.成功举办了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科技三下乡、 安全生

产月、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周、环保宣传周、防 灾减灾日等大型

科普宣传活动。

4.组织科普报告会，开展科普自由行活动。

5.举办第十二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队参加省第十八 届机器

人竞赛及创新大赛。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21 年本年收入 1188.8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187.82 万

元，占 99.92%，其他收入 1 万元，占 0.08%。

2021 年本年支出 1188.52 万元，其中：按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支出 1187.82 万元，占 99.94%，其他支出 0.7 元，占 0.06%；按支

出性质，基本支出 979.17 万元，占 82.39%，项目支出 209.35 万元，

占 17.61%；按支出经费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665.85 万元，占 56.02%，



商品和服务支出241.21 万元，占 2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81.46

万元，占 23.68%；资本性支出 0 万元，占 0%。

3．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分析。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为 1.19 万元，与上年 1.03 万元增加

0.16 万元，上升 15.53%.其中：因公出国（境）比上年减少 0.24 万

元，下降 46.33%，主要原因: 遵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简开支；

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增加 0.4 万元，上升 78.54%。主要原因是由于工

作需要，临时安排了公务接待任务。

（2）会议费支出情况：

2021 年我会会议经费支出 0.16 万元，与上年 0.3 万元相

比减少 0.14 万元，下降 46.72，主要原因是本年会议次数减少，

会议费支出减少。

（3）培训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培训费经费支出 9.27 万元，与上年数 10.89 万元

减少 1.62 万元，减少 14.92%。主要原因是：基于 19 年疫情，

培训酌情调减。

（4）其他对单位影响较大的支出情况。

无。

（5）重点经济分类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二、绩效自评

（一）自评结论



1、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把握新时代科协组织的新使命。

（1）通过举办党组扩大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常委会、

学会秘书长会议、支部组织生活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代会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

及视察广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

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广东省科协第九次全省代表大会精神，与市委十一届五次、六次

全会精神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积极开展深调研活动，把

握新时代科协组织的使命目标，努力开创科协工作新局面。

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

2.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科技馆党支部根据中共惠州市委组织部要求，在市科协党组

的指导下，制定科技馆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围绕主题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党员教育

学习活动，如党支部书记给党员讲授主题教育党课、组织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党员赴叶挺将军纪念园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以及与科协党总支一同上主题教育党课、跟随科

协党总支赴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赴高谭革命区集中培训

学习等。同时利用科技馆序厅大屏幕、党建宣传栏等做好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

宣传教育工作。

3.发挥科普主阵地优势，为民服务践初心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切实围绕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为群众干实事，为群众做好事，惠州科技馆充分

发挥科普主阵地的优势，勇担时代新使命，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如“创新学雷锋·科技献爱心”电器维修主题活动、

“科学急救，你也可以”大型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培训系列公益

活动等，其中“科学急救你也可以”系列公益活动于 2019年下

半年正式启动，截至年底，已成功举办了 5期培训，吸引了众多

市民游客前来学习参与，广受公众好评，真正做到为民所需，为

民服务。该培训活动在 2020年将继续在惠州科技馆开展。

4.坚持召开理事会会议审议重大业务事项

惠州科技馆理事会严格依据各项理事会规章制度，通过会议

商讨的形式来运行，第二届理事会今年召开了三次会议，审议科

技馆重大业务活动计划。科技馆理事会作为科技馆的决策和监督

机构，充分发挥了其主导作用，实现决策管理和监督保障的科学

化、民主化、规范化。

5.坚持与时俱进，努力提高展品科技含量

一是积极建设全新生命科学展厅。利用中央财政科技馆免费

开放补助资金更新 300平方旧展厅，把能源石化展区老旧部分展

项报废，围绕生命科学主题引进“运动和运动损伤”、“健康与心

理”、“人体八大系统”等 9项展项，定于 11月 30 日投入安装。

二是积极建设科普 e站。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功能，建设“惠州科

技馆”的微信公众号和官网，传播分享科普知识内容，宣传“科普



中国”品牌，营造全民参与科普的良好氛围。三是及时报废老旧

展品及维修损坏的展项，让展厅完好率控制在规定范围以内。

6.提升科普展教队伍建设，认真完成接待任务

一是定期开展日常业务培训及走出去学习交流。今年举办了

25 期展教人员业务培训及“惠州科技馆第四届科普讲解大赛”。

派出讲解员参加 “2019广东省首届科普讲解大赛”、“第六届全

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组织展教人员赴河源市科

技馆和和平县科技馆学习交流等。二是扩大科普志愿者队伍，积

极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共招募了 894人次的科普志愿者协助惠州

科技馆开展各项工作并参与相关活动，并对志愿者进行了岗前培

训。科普志愿者服务内容主要有游客咨询引导、展品展项看护、

协助互动展项、维护参观秩序、保障活动开展等。如 4月 20日，

惠州科技馆科普志愿者们为“第十二届惠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提供了有力保障，获得了上级部门和参赛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7.创新科普形式，开展“双进”、“公众英语沙龙”、“科普剧”

等活动

受疫情影响，今年我馆的科普活动主要集中下半年举办，根

据疫情期间防控措施，线下活动采取限制人数参与。今年成功举

办了 40场“双进”科普活动，线上及线下共约 5100人次参与。英

语沙龙活动 5场 151人参与。举办科普剧表演 2场约 200人观看，

并于 10月获得了第五届广东省科普剧大赛三等奖。我馆通过举办

的各种形式科普活动，丰富了广大市民及师生的科普知识及营造

了浓厚的学科学氛围。

其中，“双进”活动包括了“科技馆进校园”和“学生进科技馆”



活动：一是惠州科技馆云科普进校园活动共 10期，是采用了“互
联网+科普”模式，分别以“牛顿第三定律”、“离心现象”、“天体

重力”等科学知识为主题，先后由 10 名讲解员现场讲解视频录

制，发布在“惠州科技馆”微信公众号和“小惠同学”学习平台的

“云科普课堂”活动。

二是以围绕“全国科技活动周、“全省科技进步活动月”、“全
国科普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及爱国

主义教育等为主题的线下市民及学生进惠州科技馆科普活动共

30场。如为期 7天的“学科学，创未来，讲科普”系列科普活动，

内容为“小小讲解员”讲解比赛及“机器人竞赛小比拼”，60余名学

生及家长踊跃报名参加，近千名来访游客参与其中，学生家长们

纷纷表示参与此次科普活动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此行获益良

多。学生们能更加深入了解科技的魅力，丰富知识积累，开拓视

野，提高自身学习表达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提

升综合科学素养。

8.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成功举办惠州市第二届创意机器人

大赛

9月 6日，惠州科技馆举行惠州市第二届创意机器人大赛活

动，本次比赛主题为“蝙蝠战车”，使用广东科学中心免费提供的

蝙蝠战车机器人作为比赛套件，比赛设蝙蝠战车机器人制作赛、

竞速赛、创意赛，分小学、中学两个组别。全市来自惠城区、惠

阳区、仲恺高新区、博罗县的 20所中小学 77支参赛队伍共 152

名学生同场竞技，比赛前 10名奖队伍将代表惠州市赛区参加 11

月份广东省第九届创意机器人大赛。本次大赛圆满落幕，比赛公

平有序，对推动我市机器人科学技术的普及，鼓励更多的青少年

在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高新科技领域学习、探索和研究，激



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提高科学素质。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

2.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年初财政预算 1129.21 万元，与上年 2357.09 万元对比

减少 1227.88 万元。

2021 年调整预算数为 1187.82 万元，比年初预算 1129.21 万元

增加 58.61 万元。

2. 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总收入 1188.82 万元，比上年 1366.27 万元减少 177.26

万元，减少 12.99%。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187.82 万元，比上年 1102.18

万元增加 85.64 万元，上升 7.77%基本与上年持平。

2021 年总支出 1188.52 万元，比上年 1104.07 万元增加 84.45

万元，上升 7.65%，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1187.82 万元

除对预算执行情况相应指标进行分析外，着重对资产情况进

行单独、重点分析。

3.预算使用效益。

重点分析以下情况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对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

标，分析各指标实现情况，反映部门预算资金实现的整体效益。



(2)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请对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上级

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以及部门认定的重点工作进行

分析，如有主管资金的部门，综合主管资金的自评结果和目标完

成情况，对重点工作进行分析。

(3)对部门本级支出的经济活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支

出的经济分类科目进行分类对比分析，总结变化趋势与规律，反

映部门对本级支出的成本控制情况。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